
◎本报记者 叶 青

全媒体导读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对采集的标本进行整理和鉴定，发
现4个分布于西藏的中国新记录种，以及24个西藏新记录种。

这些物种均位于全球 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的喜
马拉雅山脉东部及北部。

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植物区系资料，对研究和保护
西藏地区植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百年承诺 千年跨越——56个民族
一起奔小康”摄影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

展出的 300余幅照片，以一村一寨、一家
一户等平常人、身边事为小切口，通过微观视
角聚焦个人、家庭和村寨的发展与变化，呈现
56个民族脱贫攻坚奔小康的中国画卷。

图为观众在观展。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脱贫奔小康

中国故事更精彩

最美科技工作者

◎本报记者 唐 婷

图文
西藏植物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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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

林长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全文如

下。

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对

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为全面提升森林和

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进一步压实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的主体责

任，现就全面推行林长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贯彻新

发展理念，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

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求，在全国全面

推行林长制，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

展森林草原资源目标责任，构建党政同责、属

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

效机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二）工作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全面落

实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最严

格的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制度，加强生态保护

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森林和草原等生

态系统稳定性。

——坚持绿色发展、生态惠民。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

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良生态产品、优质

生态服务的需求。

——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针对不

同区域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的突

出问题，坚持分类施策、科学管理、综合治理，

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全面提升森

林草原资源的生态、经济、社会功能。

——坚持党委领导、部门联动。加强党

委领导，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

的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林（草）长（以下统称林

长）的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职责，强化工作

措施，统筹各方力量，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组织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立总林长，由省级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担任；设立副总林长，由省级负责同志担

任，实行分区（片）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立市、县、乡等各级林

长。地方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承担林长

制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

（四）工作职责。各地要综合考虑区域、

资源特点和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科学确定

林长责任区域。各级林长组织领导责任区域

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工作，落实保护发展

森林草原资源目标责任制，将森林覆盖率、森

林蓄积量、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沙化土地治理

面积等作为重要指标，因地制宜确定目标任

务；组织制定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规划计

划，强化统筹治理，推动制度建设，完善责任

机制；组织协调解决责任区域的重点难点问

题，依法全面保护森林草原资源，推动生态保

护修复，组织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重大有害

生物防治责任和措施，强化森林草原行业行

政执法。

（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一头银发、身型高瘦，眼前这位谦和儒

雅的长者是 2020 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

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厚群。离约

好的采访时间还有 10分钟，他已经提早来

到办公室等候着。

“我现在已是奔 90 的年纪了，回望过

去的岁月，我把自己的人生称为追梦人

生。从年轻时到现在，建设一个伟大强盛

的祖国是我一生的夙愿。只要祖国需要，

我随时准备出发。”陈厚群饱含深情地说

道。

60 多年来，秉持科技报国的初心，陈

厚群潜心从事水工抗震科学研究，主持了

一系列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带领团队攻克

了多项高坝抗震领域难题，将论文书写在

祖国的江河湖泊、高坝大库上。

边干边学 开拓大坝
抗震研究

20世纪 50年代末，从苏联学成归来的

陈厚群带着满腔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

中。参加工作没多久，他就碰上了一个非

常棘手的难题。

1959 年，广东省河源县新丰江水库蓄

水后，频繁发生地震。这是当时国内首次

遇到水库地震问题，国外相关资料也不多，

各方都十分重视。

考虑到大坝抗震安全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决定建立抗震研

究组，指定由陈厚群负责筹建，并要求立即

结合新丰江大坝的抗震加固开展研究。从

此，陈厚群就和水工抗震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实上，水工抗震是一门涉及众多专

业的交叉边缘学科，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

苏联求学期间，我都没有专门学习过这方

面知识，所以当时感到很困难，也很焦虑。”

陈厚群回忆道。

面对国家需要，陈厚群选择迎难而

上。本着“边干边学，在干中学，从战争中

学习战争”的精神，陈厚群恶补相关知识，

千方百计向有关人员请教学习，以求能尽

快入门。

针对新丰江水库地震开展的相关研究

开启了我国系统研究大坝抗震安全的先

河。由此，陈厚群和团队成员一道亲历了

我国大坝抗震研究从启蒙到追赶，从跟跑

到并跑，再到某些方面可以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的全过程。

主编首部水工抗震国家标准，填补我

国水工抗震设计空白；建成国内首座三向

六自由度宽频域振动台，被国际同行评价

为“世界最佳坝工抗震试验设备”；建立工

程抗震研究中心，开展“300 米级高拱坝抗

震技术问题”研究；研发高性能并行“云计

算”大坝抗震分析软件，获“天河应用创新

优秀奖”……一路走来，陈厚群和团队成员

在水工抗震领域攻克了一道道难题，收获

了丰硕的成果。

耄耋之年 担纲大国
重器专家组组长

1995 年，63 岁的陈厚群本以为即将告

别自己的科研生涯。在新加坡探望女儿期

间，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电话里，我得知了自己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的消息。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新的

使命和更大的责任。”陈厚群回忆道。

当选院士后的 20 多年来，陈厚群加倍

勤勉地投入到他挚爱的科研工作中。在他

看来，这 20多年是他科研生涯中产出最为

集中的一段时期，大概三分之二的科研成

果出自这段时间。

南水北调工程是解决我国北方水资源

短缺问题的重大战略工程。2011 年，年逾

八旬的陈厚群勇挑南水北调工程建委会专

家委主任的重任，多次带领专家团队走访

工程现场，进行质量检查和技术指导，保障

南水北调工程的高质量建设，确保一泓清

水向北流。

2012 年，陈厚群又担任三峡工程质量

检查专家组组长，数十次带领专家组深入

工程现场，提出数百条建议，为三峡工程安

全高效建设与运行殚精竭虑。其中，关于

三峡升船机的抗震设计等级建议，为国家

节省了十几亿元资金。

“能参与到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工程

的建设中，贡献一份微薄之力，我感到十分

荣幸。担任专家组组长以来，我一直深感

责任重大，时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

感。”陈厚群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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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领域科学技术密集度高，知识产权

敏感性大，在这个属于“知识经济前沿高地”

的领域，知识产权遇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就遭遇了一次烦恼。

华为公司研发的光伏逆变器设备被三家

公司侵权，因赔偿数额大、侵权界定难，且涉

及新兴产业领域，该案子如何审判从一开始

就受到极大的关注。最终，经广州知识产权

法院一审判决，华为公司获赔 1000余万元。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炽森表示，

面对具有巨大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成果，依

法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是知识产权

司法服务和保障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

光伏领域是我国近 10年来重点发展的新

能源领域。华为公司涉案的专利解决了光伏

逆变器这一细分市场中带电插拔可行性与端

子、主板工作稳定性之间难以共存的困局，该

技术在光伏领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然而，华为公司发现，所乐太阳能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制造、销售、许诺

销售、使用的 10 余个型号光伏逆变器设备侵

害其“金手指、端子和通信设备主板”发明专

利权。华为公司把三家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三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1000万元及合理开支 50万元。

“本案中，侵权产品有多个型号，销售地域

在多个国家，取证尤为艰难。”原告代理人说。

审判过程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积极运

用当事人提供的由证券交易平台披露的相关

数据，以及行业平均利润，并考虑到侵权行为

的规模较大、涉及区域较广，不拘泥于法定赔

偿的上限，在全面审查的基础上，结合案件的

具体情况进行确定，依法加大赔偿力度。

如何确定赔偿数额？“华为公司提交的侵

权产品的海关出口数据、三被告关联母公司

财务报表中的营业利润率等证据表明，三被

告因侵权获利显超法定赔偿最高限额。”据该

案主审法官刘宏介绍，法院在现有证据难以

精确计算三被告侵权获利的情况下，适用裁

量性赔偿原则，综合考量三被告关联公司财

务报表数据、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因素，特别是

涉案专利在光伏新能源领域的较高市场价

值，全额支持了华为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

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三被告通过技术指导、

代工、开拓销售渠道等分工合作关系，形成共同

侵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当前激

烈的国际竞争面前，知识产权审判必须加大

对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重要产品、关键核心

技术的司法保护力度。”黎炽森说。

2020 年初，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印发实施

了关于全面加强诉讼禁令（行为保全）措施的

有关意见，对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较高市场价

值的知识产权，涉及创新度高的技术类知识

产权，涉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科技核心领

域、战略领域、前沿领域的知识产权，加大行

为保全的适用力度。

此裁决结果彰显了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提升中

的“头雁效应”，彰显了法院全面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的司法政策，为该行业技术的持续创

新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司法为创新护航司法为创新护航：：华为被侵权华为被侵权 一审获赔一审获赔10001000余万余万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马爱
平）“‘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链条推进节粮减

损取得良好成效。”1 月 12 日，在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举办的新闻通气会上，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主任方进表示。

在农户储粮环节，农户科学储粮专项

实施，全国标准化储粮装具建设总规模达

到近 1000 万套。正确使用农户科学储粮装

具 ，粮 食 损 失 可 降 低 至 2% 以 下 。 目 前 ，

0.5—2 吨农户储粮装具和 10 吨农户仓，10

吨至 20 吨中小型农村烘干整理装备都已推

广应用。

“在粮食收购环节，建设产后服务体系提

档升级。通过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为种粮农户

提供清理、干燥等服务，帮助农民、合作社、粮

食经纪人等解决市场化收购条件下收粮、储

粮等问题，引导分等分仓储存和精细化管

理。按照产粮大县全覆盖的建设目标，26 个

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建设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 5000余个。”方进说。

在粮食储运环节，开发推广科学储粮

技术。目前，绿色储粮技术已达世界先进

水平。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机械通

风、谷物冷却、环流熏蒸、粮情测控等储粮

“四合一”技术已成为国有粮库标配。通过

气体传感器、高清摄像设备和算法、专用害

虫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推进仓储保管技

术数字化。

在粮食加工环节，推广适度加工技术减

少损失。“布局稻米柔性加工等粮油适度加工

技术研发，阶段成果已发挥作用，有效减少粮

食加工过程损失浪费，挖掘米糠、豆粕、大豆

蛋白、大米蛋白综合利用潜力，开展淀粉糖、

氨基酸、柠檬酸、无水葡萄糖生产研究，推进

生物基材料等技术开发和应用，为提高粮食

利用效率开辟了新的管道。”方进说。

科技支撑科技支撑 我国全链条节粮减损工作取得实效我国全链条节粮减损工作取得实效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刘园
园）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微信平台公布

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

利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指污水

经无害化处理达到特定水质标准，作为再生

水替代常规水资源，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

用、居民生活、生态补水、农业灌溉、回灌地下

水等，以及从污水中提取其他资源和能源，对

优化供水结构、增加水资源供给、缓解供需矛

盾和减少水污染、保障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在 总 体 目 标 中 ，《意 见》要 求 ，到 2025

年，全国污水收集效能显著提升，县城及城

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

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

以上。

《意见》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十几项具体举

措，强化科技支撑列于其中。《意见》提出，推

动将污水资源化关键技术攻关纳入国家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十四五”生态环境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部署相关重点专项开展污水资

源化科技创新；引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污

水处理企业等组建污水资源化利用创新战略

联盟，重点突破污水深度处理、污泥资源化利

用共性和关键技术装备。

科技部等科技部等1010部门发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部门发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科技日报合肥 1月 12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 12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郭光灿院士团队在量子通信和量子网络研

究中取得重要进展：该团队李传锋、柳必恒研

究组与南京邮电大学盛宇波等人合作，利用

高品质的超纠缠源，首次实现了 11公里的远

距离量子纠缠纯化，纯化效率比此前国际最

好水平提升了 6000 多倍。研究成果已于近

日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

量子中继是在噪声信道中实现长距离量

子通信的重要途径，而量子纠缠纯化是量子

中继中的关键操作，可以从两份纠缠度较低

的纠缠态中提炼出一份纠缠度较高的纠缠

态。此前的纠缠纯化协议都是利用两对低纠

缠度的光子对实现，而研究组与合作者提出

了仅需一对超纠缠光子对的纠缠纯化方案。

研究团队制备出偏振和路径分别处于纠

缠态的超纠缠光子对，并在11公里长的多芯光

纤里进行纠缠分发，然后进行量子纠缠纯化操

作。结果表明，分发后的偏振纠缠和路径纠缠

初始保真度均为约 0.665时，纯化得到的纠缠

态保真度可以提升到0.774；而初始保真度均为

约 0.771 时 ，纯 化 后 的 保 真 度 则 可 提 升 到

0.887。他们还首次将纠缠纯化用于量子密钥

分发，纯化前纠缠态的纠缠度太低，产生的有效

密钥率为0，而经过纯化后，有效密钥率则提升

到0.371。此外，由于只需要使用一对超纠缠光

子对，该方案的纯化效率（每秒大约输出 400

对）比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了6000多倍。

这一成果迈出了纠缠纯化从实验室平台

到远距离的关键一步，同时大幅提升了纠缠

纯化效率，为将来实现高效率的量子中继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我科学家首次实现远距离量子纠缠纯化我科学家首次实现远距离量子纠缠纯化


